
港股震荡分化

沪港深基金走上涅槃之路

本报记者 张焕昀

去年，公募基金市场耀眼明星众多，沪港深基金是不可忽视的一群。 然而今年以来，沪港深基金却有些星光黯淡，原因之一在于港股的震荡与分化。

细看个股，汽车稍显萎靡，保险有所回调，但银行地产仍旧涨势不减，部分个股出现抢眼走势。

再看政策面，陆港通额度已经从5月 1日起扩容4倍，给了沪港深基金更加广阔的平台。 但也对基金公司加强港股研究、挖掘隐含机遇提出了更高要求。

沪港深基金“花容失色”

2017年，在全市场收益领先的主动型股基或偏股基金中，总能看到沪港深基金的身影。 而到了2018年，不知是否受“冠军魔咒” 影响，沪港深基金整体显得有些“花容失色” 。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5月12日，在可统计的97只名称中带有“沪港深” 字样的基金产品中，有58只今年以来收益为负，接近60%。 而所有沪港深基金的平均回报率为-1.67%。 这还是5月以来市场回暖的结果，在劳动节前的这个数字接近-4%，亏损的产品数量也约占总数的80%。

从发行角度来看，数量也呈现锐减态势。 2017年共有35只沪港深基金成立，去年年初到去年5月12日，共有22只产品成立。 而这个数字到了今年同期变为 6只。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去年年中，证监会《通过港股通机制参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的公募基金注册审核指引》，对名字里包含“港股” 等类似字样的基金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促进了沪港深基金发行的理性化。 《指引》要求部分达到相应标准的“港股” 基金必须配备有相应港股投资经验的管理人。 由此，至今仍有小部分沪港深基金处于暂停申购，或者暂停大额申购的状态。

除相关政策原因外，沪港深基金发行数量下降，更与公募港股投资实力不强有关 。

此前，一家北方公募对于沪港深基金投研实力的配备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种，是靠基金经理单打独斗；第二种，是 A股基金经理和港股基金经理分仓管理，各自为战；第三种 ，是内地与香港两地投研互通有无，基金经理协同管理。 而能做到第三种的可能只有大中型基金公司。

然而，中国公募基金市场发展迅猛 ，竞争激烈。 从最近不少新发行的基金来看，新产品具备跨市场投资，有港股投资资格也成为一大卖点。 而与此对应的是，至今仍有部分沪港深基金至少在 2018年一季报显示的持仓中，仍未看到港股的身影。 对于一些小公司而言，拿到了沪港深产品的批文 ，却没有港股投研的专业部门，人才与实力，成为发展初期遭遇的尴尬。

另有公募投资人士告诉记者，去年沪港深基金业绩好的原因，除了港股涨得好外 ，更多是投资风格比较契合。 在A股买了白马股，如白酒家电等，如果可以配置港股，就肯定是买那些银行保险，“更多的是一种投资逻辑和思路的体现” 。

分化考验投资实力

除风格转换带来的估值调整，港股市场的震荡也使得沪港深基金的投资面临考验。

在去年港股上涨的“狂欢 ” 中，内地赴港上市的房产股和金融股、汽车股成为港股上涨的“三剑客” 。 这些公司基本面较好，而且身在内地，内地公募基金经理对此相对较为熟悉 ，配置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今年以来风向变化，首当其中的是内地汽车股。 吉利汽车在去年的涨幅令人惊艳，高达 268 .89%。 而今年以来，吉利汽车的股价却下跌了 13 .10%。 广汽集团也是部分沪港深基金青睐的标的，然而其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下跌23 .22%。

保险股下跌幅度也相对较大，其中新华保险股价今年以来下跌接近30%。 一名偏成长风格的基金经理告诉记者，保险股下跌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利率原因，利润差优势降低；二是今年以来包括“开门红” 在内的销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达预期；第三是定性角度的隐忧，即贸易摩擦带来的深化开放，首先或许从金融层面开启，如果对外资开放保险，那么国内市场保险行业的竞争格局或将面临重新洗牌的压力。

但光大证券指出，资管新规对各类理财产品的严格管理可能影响居民调整通过银行和保险渠道完成中长期投资的比例 。 对银行而言，在督促银行转型的过程中，银行内部的表现可能出现分化，大银行的优势凸显。 对保险而言 ，产品为表内负债的保险受新规影响较小 ，且有望受益于随着刚性兑付打破而带来的资金溢出。 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居民对于资产配置需求的增长，对于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是大方向，年金型等保险产品的优势凸显，未来有望赢得更多增量资金流入。

然而与下跌相对应的是，港股中部分个股却上涨明显。 分化由此显现，对于沪港深基金经理选股能力的考验，其实也已经开始。

内地银行股今年以来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等银行股H股的股价今年以来上涨均在10%左右 ，部分银行上涨超过15%。

A股今年遍吹的“医药风” 在港股亦出尽风头 。 中国生物医药以及石药集团是不少沪港深基金的重仓之选，这两只港股今年以来上涨已经超过30%。

房地产股票亦表现不俗 ，碧桂园今年以来上涨超过10 .07%，华润置地上涨超过26 .30%，世茂房地产上涨26 .47%，新城发展控股上涨32 .73%。

在沪港深基金重仓名单中，还有不少个股表现优异。

金蝶国际出现在部分沪港深基金的重仓中，该股今年以来上涨超过75 .35%。 此外 ，沪港深基金重仓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今年以来上涨超过41 .88%，中教控股上涨超过79 .94%，舜宇光学科技上涨42 .44%，安踏体育H股上涨超过 33 .40%。

而在沪港深基金持仓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腾讯控股。

2017年，腾讯控股的股价从年初的200港币左右，上涨到年末的400港币。 如果一只沪港深基金将腾讯“加满” 至10%的仓位，这样的涨幅就会为基金贡献10%的净值增长 。

然而2018年，从 3月21日创出471 .6元高点后，腾讯控股股价震荡下行，最低已到380元附近。 值得庆幸的是，5月以来的一波强势反弹与回暖，使得腾讯控股今年以来的涨幅由负转正，但也仅仅只有微弱的0 .69%。

对于投资港股的沪港深基金经理来说，“腾讯是必配的标的，体量巨大，业绩优异，依旧是高成长股，并且想象空间十足。 ” 不少沪港深基金的重仓股显示，腾讯控股在其仓位中都几乎处于“加满 ” 的位置 。

政策提振投资者信心

最新的政策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机制，从2018年 5月1日起，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额度扩大4倍，即沪深股通从每日130亿元提高到520亿元，港股通从每日105亿元提高到420亿元。 这对于沪港深基金的港股投资无疑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东兴证券指出，额度扩大短期影响较小，但金融开放政策长期提振投资者信心，有望抬升市场对港股的估值预期。 现阶段虽然港股通南下资金规模通常高于沪深股通北上资金规模，但沪深港通利用率普遍偏低 。 港股通自开通以来，额度使用占比基本处于0-30%的区间内，仅有41天额度使用超过30%，其中仅9天超过50%。 此前额度对港股市场交易几乎不构成限制，因此，此次港股通额度扩大在短期内不会对港股市场带来较大影响。

但从长期来看，这表明监管层实施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的决心。 而国家金融开放政策及港股市场的系列新政，将不断提振投资者信心，抬升市场对港股估值的预期。

华宝证券此前指出，与内地A股市场不同，港股市场是一个机构主导的市场，相较于 A股市场而言，港股的理性程度更高，投资者更为成熟，波动更小。 近期内地投资者占比通过港股通快速提升 。 目前港股通通道下的港股标的共有441只，占港股总数的21%，但市值占比高达 88%，能够为内地投资者提供较大的港股参与空间。 2014年开通至今，港股通通道下资金累计净流入持续攀升，成交额占比也逐年增加。

拥抱中国核心资产

从“旷野徘徊” 到“迦南美地” ，这是2018年兴业证券海外春季策略会之海外市场展望部分的主标题 。 兴业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对此的解读是“中期展望———旷野徘徊 ，资金面环境不佳 ，风险偏好不稳定；长期展望———寻找大分化时代的迦南美地，拥抱中国核心资产崛起” 。

张忆东指出，港股乃至A股和中概股所代表的中国最有竞争力的权益资产，也就是从2016年开始提出的核心资产，被全球机构资金重新配置、价值被重新发现的大趋势才刚刚开始。

对于港股市场，他建议，二季度仓位继续维持相对保守、动态中性即可，立足港股长期牛市的基本面逻辑而逢低布局核心资产。 即积极防御 ，防守反击。 首先，仓位不必太激进 ，可进行逆向仓位调整，市场乐观时勇于降低仓位 ，市场过度悲观时敢于增持优质核心资产。 其次，选股十分重要，侧重上市公司内生增长能力和健康的现金流，以低估值高分红收益率的优质价值股为基本配置 ，以“优质金融股龙头为盾牌，以优质成长股为长矛 ” ，与赢家共舞。 与此同时，策略需要有前瞻性，不能任凭市场情绪化波动进行追涨杀跌，对于影响股市的关键变量或事件提前进行准备。

在所有沪港深基金中，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科技今年以来收益率位居第一。 展望后市，该基金的基金经理詹成分析认为，宏观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受制于国内金融去杠杆等政策影响，流动性可能持续从紧，同时贸易摩擦会持续扰动国内和海外投资人的情绪，市场呈现区间震荡的概率较大。 但从中长线的维度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相关的新动能将对宏观经济形成较强支撑。 在操作策略上，依然重点配置顺应中国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行业和个股，以不变的产业趋势应对万变的市场，以期中长期创造净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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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话题

沪港深基金“花容失色”

2017年， 在全市场收益领先的主动型股基

或偏股基金中，总能看到沪港深基金的身影。 而

到了2018年，不知是否受“冠军魔咒” 影响，沪

港深基金整体显得有些“花容失色” 。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5月12日，在

可统计的97只名称中带有“沪港深” 字样的基

金产品中， 有58只今年以来收益为负， 接近

60%。 而所有沪港深基金的平均回报率为-1.

67%。 这还是5月以来市场回暖的结果，在劳动

节前的这个数字接近-4%， 亏损的产品数量也

约占总数的80%。

从发行角度来看， 数量也呈现锐减态势。

2017年共有35只沪港深基金成立， 去年年初到

去年5月12日，共有22只产品成立。 而这个数字

到了今年同期变为6只。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去年年中，证监会《通

过港股通机制参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的公募基

金注册审核指引》，对名字里包含“港股”等类似

字样的基金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促进了沪港

深基金发行的理性化。 《指引》要求部分达到相

应标准的“港股”基金必须配备有相应港股投资

经验的管理人。 由此，至今仍有小部分沪港深基

金处于暂停申购，或者暂停大额申购的状态。

除相关政策原因外， 沪港深基金发行数量

下降，更与公募港股投资实力不强有关。

此前， 一家北方公募对于沪港深基金投研

实力的配备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种，是靠基金

经理单打独斗；第二种，是A股基金经理和港股

基金经理分仓管理，各自为战；第三种，是内地

与香港两地投研互通有无，基金经理协同管理。

而能做到第三种的可能只有大中型基金公司。

从最近不少新发行的基金来看， 新产品具

备跨市场投资， 有港股投资资格也成为一大卖

点。 而与此对应的是，至今仍有部分沪港深基金

至少在2018年一季报显示的持仓中， 仍未看到

港股的身影。 对于一些小公司而言，拿到了沪港

深产品的批文，却没有港股投研的专业部门，人

才与实力，成为发展初期遭遇的尴尬。

分化考验投资实力

有公募投资人士告诉记者，去年沪港深基金

业绩好的原因，除了港股涨得好外，更多是投资

风格比较契合。 在A股买了白马股， 如白酒家电

等，如果可以配置港股，就肯定是买那些银行保

险，“更多的是一种投资逻辑和思路的体现” 。

而今年，从风险偏好的角度来说，这些大股

票在估值上面临重新定价而有所调整。 而在部

分沪港深基金身上，这一点也得到印证，分众传

媒、伊利股份、老板电器等大白马在一季报重仓

股中依旧在列， 这些公司基本面其实并没有明

显利空，有些业绩还超预期，但今年以来股价却

不断下跌。 “只能说是风格偏向成长了。 ”

除风格转换带来的估值调整， 港股市场的

震荡也使得沪港深基金的投资面临考验。

在去年港股上涨的“狂欢” 中，内地赴港上

市的房产股和金融股、 汽车股成为港股上涨的

“三剑客” 。 这些公司基本面较好，而且身在内

地，内地公募基金经理对此相对较为熟悉，配置

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今年以来风向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内地汽

车股。 吉利汽车在去年的涨幅令人惊艳， 高达

268.89%。 而今年以来， 吉利汽车的股价却下跌了

13.10%。 广汽集团也是部分沪港深基金青睐的标

的，然而其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下跌23.22%。

保险股下跌幅度也相对较大， 其中新华保

险股价今年以来下跌接近30%。一名偏成长风格

的基金经理告诉记者， 保险股下跌主要有三个

原因：一是利率原因，利润差优势降低；二是今

年以来包括“开门红” 在内的销售，从某种程度

上而言不达预期；三是定性角度的隐忧，即贸易

摩擦带来的深化开放， 首先或许从金融层面开

启，如果对外资开放保险，那么国内市场保险行

业的竞争格局或将面临重新洗牌的压力。

但光大证券指出， 资管新规对各类理财产

品的严格管理可能影响居民调整通过银行和保

险渠道完成中长期投资的比例。 对银行而言，在

督促银行转型的过程中， 银行内部的表现可能

出现分化，大银行的优势凸显。 对保险而言，产

品为表内负债的保险受新规影响较小， 且有望

受益于随着刚性兑付打破而带来的资金溢出。

长期来看， 随着我国居民对于资产配置需求的

增长，对于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是大方向，年

金型等保险产品的优势凸显， 未来有望赢得更

多增量资金流入。

然而与下跌相对应的是， 港股中部分个股

却上涨明显。 分化由此显现，对于沪港深基金经

理选股能力的考验，其实也已经开始。

内地银行股今年以来的表现依旧可圈可

点，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

中信银行等银行股H股的股价今年以来上涨均

在10%左右，部分银行上涨超过15%。

A股今年遍吹的“医药风” 在港股亦出尽风

头。 中国生物医药以及石药集团是不少沪港深

基金的重仓之选， 这两只港股今年以来上涨已

经超过30%。

房地产股票亦表现不俗，碧桂园今年以来上

涨超过10.07%，华润置地上涨超过26.30%，世茂

房地产上涨26.47%，新城发展控股上涨32.73%。

在沪港深基金重仓名单中， 还有不少个股

表现优异。

金蝶国际出现在部分沪港深基金的重仓中，

该股今年以来上涨超过75.35%。 此外，沪港深基

金重仓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今年以来上涨超过

41.88%，中教控股上涨超过79.94%，舜宇光学科

技上涨42.44%，安踏体育H股上涨超过33.40%。

而在沪港深基金持仓中， 最受关注的无疑

是腾讯控股。

2017年，腾讯控股的股价从年初的200港币

左右，上涨到年末的400港币。 如果一只沪港深

基金将腾讯“加满” 至10%的仓位，这样的涨幅

就会为基金贡献10%的净值增长。

然而2018年， 从3月21日创出471.6元高点

后，腾讯控股股价震荡下行，最低已到380元附

近。 值得庆幸的是，5月以来的一波强势反弹与

回暖，使得腾讯控股今年以来的涨幅由负转正，

但也仅仅只有微弱的0.69%。

对于投资港股的沪港深基金经理来说，“腾

讯是必配的标的，体量巨大，业绩优异，依旧是

高成长股，并且想象空间十足。 ” 不少沪港深基

金的重仓股显示， 腾讯控股在其仓位中都几乎

处于“加满” 的位置。

政策提振投资者信心

最新的政策是， 为了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

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机制，从2018年5月1日起，

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额度扩大4倍，即沪深

股通从每日130亿元提高到520亿元， 港股通从

每日105亿元提高到420亿元。 这对于沪港深基

金的港股投资无疑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东兴证券指出，额度扩大短期影响较小，但

金融开放政策长期提振投资者信心， 有望抬升

市场对港股的估值预期。 现阶段虽然港股通南

下资金规模通常高于沪深股通北上资金规模，

但沪深港通利用率普遍偏低。 港股通自开通以

来，额度使用占比基本处于0-30%的区间内，仅

有41天额度使用超过30%， 其中仅9天超过

50%。 此前额度对港股市场交易几乎不构成限

制，因此，此次港股通额度扩大在短期内不会对

港股市场带来较大影响。

但从长期来看， 这表明监管层实施人民币

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的决心。 而国家金融开放

政策及港股市场的系列新政， 将不断提振投资

者信心，抬升市场对港股估值的预期。

华宝证券此前指出， 与内地A股市场不同，

港股市场是一个机构主导的市场，相较于A股市

场而言， 港股的理性程度更高， 投资者更为成

熟，波动更小。 近期内地投资者占比通过港股通

快速提升。 目前港股通通道下的港股标的共有

441只， 占港股总数的21%， 但市值占比高达

88%，能够为内地投资者提供较大的港股参与空

间。 2014年开通至今，港股通通道下资金累计净

流入持续攀升，成交额占比也逐年增加。

拥抱中国核心资产

从“旷野徘徊” 到“迦南美地” ，这是2018

年兴业证券海外春季策略会之海外市场展望部

分的主标题。 兴业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张

忆东对此的解读是“中期展望———旷野徘徊，资

金面环境不佳，风险偏好不稳定；长期展望———

寻找大分化时代的迦南美地， 拥抱中国核心资

产崛起” 。

张忆东指出，港股乃至A股和中概股所代表

的中国最有竞争力的权益资产， 也就是从2016

年开始提出的核心资产， 被全球机构资金重新

配置、价值被重新发现的大趋势才刚刚开始。

对于港股市场，他建议，二季度仓位继续维

持相对保守、动态中性即可，立足港股长期牛市

的基本面逻辑而逢低布局核心资产。 即积极防

御，防守反击。 首先，仓位不必太激进，可进行逆

向仓位调整，市场乐观时勇于降低仓位，市场过

度悲观时敢于增持优质核心资产。 其次，选股十

分重要， 侧重上市公司内生增长能力和健康的

现金流， 以低估值高分红收益率的优质价值股

为基本配置，以“优质金融股龙头为盾牌，以优

质成长股为长矛” ，与赢家共舞。与此同时，策略

需要有前瞻性， 不能任凭市场情绪化波动进行

追涨杀跌， 对于影响股市的关键变量或事件提

前进行准备。

在所有沪港深基金中，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

科技今年以来收益率位居第一。 展望后市，该基

金的基金经理詹成分析认为，宏观经济依然存在

下行压力， 受制于国内金融去杠杆等政策影响，

流动性可能持续从紧，同时贸易摩擦会持续扰动

国内和海外投资人的情绪，市场呈现区间震荡的

概率较大。 但从中长线的维度来看，中国的经济

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

相关的新动能将对宏观经济形成较强支撑。在操

作策略上，依然重点配置顺应中国未来产业发展

趋势的行业和个股，以不变的产业趋势应对万变

的市场，以期中长期创造净值增长。

港股震荡分化

沪港深基金走上涅槃之路

□本报记者 张焕昀

去年， 公募基金市场耀眼明

星众多， 沪港深基金是不可忽视

的一群。然而今年以来，沪港深基

金却有些星光黯淡， 原因之一在

于港股的震荡与分化。

细看个股，汽车稍显萎靡，保

险有所回调， 但银行地产仍旧涨

势不减，部分个股出现抢眼走势。

再看政策面， 陆港通额度已

经从5月1日起扩容4倍， 给了沪

港深基金更加广阔的平台。 但也

对基金公司加强港股研究、 挖掘

隐含机遇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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